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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2 一带一路暨金砖国家技能发展与技术创新大赛

首届产品数字化创新设计实践决赛

须知及名单

一、决赛时间和地点

1.选手报到时间：2022 年 12 月 02 日 12:00 前

2.裁判报到时间：2022 年 12 月 01 日

3.开幕式及比赛时间：2022 年 12 月 02 日—03 日

4.闭幕时间：2022 年 12 月 04 日

5.比赛地点：六安职业技术学院（安徽省六安市正阳路北端 1

号）

二、报到地点及联系人

报到地点：状元府希悦大酒店（安徽省六安市金安区正阳南路

42 号，前台联系方式：0564-5155000）

报到联系人：段仁武 13966306664

三、食宿缴费安排

决赛期间组委会对参赛队不收取任何费用，参赛及比赛期间的

交通、住宿、餐饮统一安排，费用自理。

为提前安排食宿，请参加决赛单位于 11 月 23 日前将《首届产

品数字化 创新设计实践赛项回执单》 （附件 1）发送 至

313412801@qq.com 邮箱，联系人李棚老师。

四、表彰与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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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以参赛队最终比赛成绩为依据，设一等奖占比 10%，分别颁发

金牌及证书；二等奖占比 20%，分别颁发银牌及证书；三等奖占比

30%，分别颁发铜牌及证书；其它选手颁发优秀奖证书。

2.获得一等奖、二等奖队伍的指导教师颁发优秀指导教师证书。

3.获得一等奖的参赛单位颁发最佳组织奖证书及奖牌；获得二

等奖的参赛单位颁发优秀组织奖证书及奖牌。

4.另设竞赛支持奖、突出贡献奖若干名，颁发给各竞赛平台支

持单位、竞赛承办单位，按类别颁发证书、奖牌。

5.参赛队比赛总成绩达到 60 分及以上，颁发 C级技能护照证书。

6.国内赛获得前 2 名的队伍可以优先出国参加国外赛区相应赛

项的比赛。

五、注意事项

1.大赛动态和相关信息请及时关注产品数字化赛项官方报名交

流 QQ 群：490044304。

2.参加赛事的教师和选手，自行购买意外保险，确保竞赛操作

和往返交通安全。

3.学生组选手需携带身份证和学生证参赛。若证件不齐全，禁

止参赛，提醒各位选手提前办理相关证件手续（身份证证件丢失需

提供当地公安机关证明、学生证丢失需提供本校教务部门开具的证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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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疫情防控要求：根据大赛组委会疫情防控要求，请各参赛队报到

时提供“行程码”、“健康码”、报到前 48 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

明。若当地疫情防控办公室有新的要求，临时通知大家。

5.其他相关信息报到时详见《竞赛指南》。

六、产品数字化创新设计实践决赛名单

1. 产品数字化创新设计实践（高校组）决赛名单

序号 单位 选手 1 选手 2

1 六安职业技术学院 蔡国旭 蔡永辉

2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董革 陈绍欣

3 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臧文浩 杨明哲

4 珠海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马家鑫 谭惠勇

5 浙江省机电技师学院 何兴春 万江行

6 六安职业技术学院 郭科宏 韩磊

7 九江职业技术学院 涂文杰 邓瑞平

8 宁波第二技师学院 忻科磊 廖嘉豪

9 珠海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郭令 卓一丰

10 河源技师学院 黄新 赖伟儿

11 上海城建职业学院 金佳伟 汪鲜

12 九江职业技术学院 丁勇 张志鑫

13 湖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李鑫 曹文杰

14 成都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谢培松 刘伟

15 共青科技职业学院 刘智诚 尧志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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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苏州市职业大学 唐佳鑫 周锦徐

17 嘉兴技师学院 汪魏 杨欣维

18 嘉兴技师学院 焦晴锦 冯韵华

19 江西新能源科技职业学院 熊宇 程若北

20 浙江省机电技师学院 吕永健 张家豪

21 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詹望 代飞宇

22 德州职业技术学院 许石磊 耿庆军

2.产品数字化创新设计实践（中职组）决赛名单

序号 单位 选手 1 选手 2

1 浙江省机电技师学院 李建豪 傅朝健

2 佛山市顺德区陈村职业技术学校 梁子新 黄文峰

3 中山市中等专业学校 黎晓灵 梁坚荣

4 宁夏水利电力工程学校 苏泽明 马义明

5 佛山市顺德区陈村职业技术学校 黄荣 刘俊

6 浙江省机电技师学院 潘浩余 叶允康

7 乐清市虹桥职业技术学校 吴成浩 林嘉煊

8 广州市轻工职业学校 李文耀 邓永柯

9 哈尔滨市现代应用技术中等职业学

校
赵胜杰 于鸿阳

10 江门市第一职业高级中学 尹伟俊 邱顺达

11 临沂市理工学校 郭顺 刘富豪

12 齐河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齐河县技

工学校）
王华瑞 李庆阳

13 乌兰察布市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张启 范俊杰

14 浙江科技工程学校 阮凌峰 赵志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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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临沂市理工学校 孙秀锦 苏成

16 四川省什邡市职业中专学校 邓鑫柯 刘程

17 滁州市机械工业学校 巩磊 高宇

18 天津市仪表无线电工业学校 刘宇涵 姜家坤

19 浙江信息工程学校 傅轶韬 徐彬峰

20 浙江信息工程学校 吴凯瑞 吴宇飞

21 天长市工业学校 丁玉山 王雨连

22 四川省什邡市职业中专学校 张焮豪 杨佳怡

23 江苏省句容中等专业学校 王子豪 顾世恩

24 杭州市富阳区职业高级中学 裘晓洁 王浩然

25 长沙航天学校 彭雪辉 王高俊

一带一路暨金砖国家技能发展与技术创新大赛

决赛（六安职业技术学院）组委会

2022 年 11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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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2022 一带一路暨金砖国家技能发展与技术创新大赛

产品数字化创新设计实践决赛报到回执单

省市：

代表队（学校）名称：

人员类别 姓名 性别 联系方式 房间数

领队

标准间 间

单人间 间

指导教师

裁判

（裁教一体）

选手 1

选手 2

饮食特

殊禁忌

注：1.回执表需在 2022 年 11 月 23 日之前回复邮箱 313412801@qq.com。若不回复，

参赛服装号码默认均码。

2.交通路线：

（1）合肥新桥机场：合肥新桥国际机场，步行 30 米-合肥新桥机场站上车-梅山南路

公安局站下次，步行 10 米-政务中心站乘坐 16 路-佛子岭东路正阳南路口站下车，步

行 420 米-六安希悦大酒店大堂

（2）六安高铁站：六安高铁站，步行 140 米-火车站坐 17 路或 21 路-皖西大道正阳

南路口站下车-步行 540 米-六安希悦大酒店大堂

3.食宿安排

参赛队住宿及用餐统一安排，费用自理。具体食宿安排见竞赛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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